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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臨床上不僅是肺部疾病、心臟手

術後、缺氧性呼吸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急性心衰竭，

甚至痰液排除困難病人都是可能的受惠對

象。

高流量鼻導管優點：

1.輕巧、靈活的輸送管路。

2.有氧氣和空氣混合氣源。

3.主動加熱加濕，增加黏液排除功能。

4.舒適柔軟的鼻套管。

5.使用中仍可吃、喝、說話、咳痰。

6.降低住加護病房的天數。

7.降低插管機率。

8.增加舒適度，降低呼吸困難嚴重度，並且

  降低呼吸速率。

HFNC氧療是一種創新又有效的方式，

用於早期治療成人呼吸衰竭與各種基礎疾

病，甚至氣管內插管拔管後，使用經鼻高

流量氧氣治療比傳統氧氣治療有顯著降低

重新插管的比例，也是患者的一大福音。

對 於 因 肺

炎、外傷或手

術後等情況導

致呼吸困難，

而必須住院治

療的患者，傳

統的呼吸治療大多以插管方式（指的是插

入呼吸管，又稱為「氣管內插管」）接上

呼吸器協助他們的呼吸。而高流量鼻導管

療法（high flow nasal cannula, HFNC）可

降低插管及使用其他呼吸器支持的需求。

HFNC提供每分鐘最高60升的流量，

37℃相對溼度100%加溫加濕的氣體。而

且嘴巴閉著可產生約7cmH2O的吐氣末正

壓，協助肺部的擴張。目前經鼻高流量氧

氣治療已經廣泛使用於小兒及新生兒呼吸

照護；使用於成人部分，近幾年也受到重

視。目前成人經鼻高流量氧氣治療功能也

有多方面的證實，其中包括經鼻高流量氧

氣治療，可以提供有效率的氧氣與濕度的

輸送，加熱及加濕氣流以保護鼻粘膜，並

且更舒適。提供高流量，增強呼吸道黏液

排除功能，提高病人使用意願，以及急性

照護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並超越傳統的

氧氣濃度不穩定與濕度供應不足的限制。

 文/呼吸治療組 賴韋彤 呼吸治療師

非侵襲性呼吸器高流量鼻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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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上常會聽到「插管」、「拔

管」、「氣切」等名詞，在家屬面對家人需

要搶救時，這些名詞聽來懂但又不知是甚麼

樣的治療？在面對抉擇時間，如何選擇對病

人最合適的治療方式？今天我們來談談。

「插管」，醫療上的「插管」處置很

多種，在呼吸道方面，指的是插入呼吸管，

又稱為「氣管內插管」，經由口腔或鼻腔、

穿過喉嚨、聲門和聲帶再進入氣管，一般會

依據病人病情狀況接上呼吸器幫助呼吸

(圖一)。

甚麼樣的情況需要接受插管治療？可

簡單分為以下三種：

•第一種狀況是急救，在施行心肺復甦後，

   若病人沒有辦法自行呼吸，會進行氣管插

   管，持續進階急救。

•第二種狀況是在一般手術全身麻醉插管的

   病人，通常在術後就可立即拔管或在加護

   病房觀察至病情穩定後即可拔管。

•第三種狀況常見於加護病房或病房的病   

   人，因肺炎感染或其他疾病的病情惡化導

   致呼吸衰竭，需接受插管使用呼吸器支持

   呼吸，隨著治療有些病人能漸漸穩定恢復

   自行呼吸，但有些病人的狀況愈來愈差，

   無法回復。

若氣管內管插管時間過久，容易造成口

腔潰瘍或出血、氣管潰瘍、氣管狹窄或聲帶

受損等併發症。醫療上，通常預估病人需要

使用呼吸器超過3週以上的時間，多會建議

將插管改成氣切。

何謂「氣切」？即「氣管切開術」或

「氣管造口術」(圖二)的簡稱。就是在氣管

切開一個約2公分的開口，然後放入一個約

6~7公分長的通氣管，建立氣管與外界的通

道。氣切的目的

是為了取代氣管

內插管，好讓病

人藉由這個較短

的通道呼吸與抽

痰，更可以降低

長期插管對口腔

及喉嚨的損傷。 

破除迷思 氣切不可怕
文/胸腔內科 陳耿彬 主治醫師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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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呼吸衰竭而必須接受呼吸器治療的

病人，呼吸器和氣道之間的通路一般可經由

氣管內管或氣切管提供。在急性呼吸衰竭期

間，一般經由氣管內管提供呼吸支持。而在

接受呼吸器支持的病人中，約有10%的病人

需要長期使用呼吸器（呼吸氣使用大於21

天）。

國人在傳統上較西方人排斥氣管造口

術。可能曾看過或聽說過親友在死亡時身上

有氣切管，而把病況不佳與氣切連結在一起

的錯誤印象。或是家屬多會擔心讓病人在接

受一次手術會不會更痛苦、氣切管會不會很

痛、或是做了氣切管代表病人永遠不會好

了。

其實氣切手術，會使用局部麻醉或全

身麻醉，而且病人使用氣切管的不舒服會比

使用氣管內管輕微，相對併發症也較少，病

人在執行呼吸訓練也比較容易。雖然絕大部

分接受氣切的病人本身的疾病可能是無法康

復到正常的，隨著疾病和年齡進展，導致呼

吸衰竭，需靠氣切手術以維持較佳的長期氣

道，提供抽痰所需甚或連接呼吸器。但若沒

有氣切，這些病人可能會更早離開世間。

氣切管與氣管內管相比，有諸多優勢：

立即之好處為病人的舒適、比氣管內管容易

替換清潔、抽痰也較容易，若脫離呼吸器的

病人活動較方便、也可言語溝通。在物理

上，氣切管比傳統氣管內管長度較短，因此

呼吸道阻力較小，病人較有機會成功脫離呼

吸器。

為與病人獲得最佳之治療決定，本院導

入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SDM最早是1982年美國以病人為中

心照護的共同福祉計畫上，為促進醫病相互

尊重與溝通而提出。在1997年由Charles提

出操作型定義，至少要有醫師和病人/家屬

雙方共同參與，醫師提出各種不同醫療處置

之實證資料，病人及家屬則提出個人的喜好

與價值觀，彼此交換資訊討論，共同達成最

佳可行之治療選項。

在短期（小於21天）無法脫離呼吸器的

狀況，醫師會評估病人的病況，預估最終脫

離呼吸器的可能性、預計呼吸器依賴時的生

活品質及預期壽命。這些都要與病人或病人

的指定醫療代理人（通常為親屬）討論。經

由醫病共享決策，較能達到病人期望的治療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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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瘦身，長期追蹤仍發現大部份民眾有復

胖的情形，無法持久。

一般減重的飲食應注意符合營養均衡及

低熱量二大原則。飲食六大類應均衡攝取及

應定食定量，六大類食物包括五穀根莖類、

肉魚豆蛋類、奶類、蔬菜類、水果類及油脂

類。此外，每日攝取的總熱量不應低於自己

的基礎代謝率。基礎代謝率因人而異，可透

過體組成分析儀了解。亦可養成飲食日誌紀

錄之習慣，透過流水帳式的詳細記錄及專業

人士的監督、營養評估的教學，可以逐步了

解食物的卡路里及改正不良的飲食習慣。減

重速度以每週減0.5~1公斤為佳，過於快速

的減重，可能導致身體組成改變、肌肉量減

少，且復胖機率較高。坊間流傳的極低熱量

飲食減重法，飲食特別處在於每日總攝取熱

量小於800大卡，即低於大部份人的基礎代

謝率。此種飲食法適用於身體質量指數 (BMI)

大於30的重度肥胖病患，在醫療監督下所進

行的「短期減重計畫」！孩童、青少年、孕

婦、哺乳者、中老年人並不適用此減重法。

不論何種減肥方式，都需要配合運動介

入。否則容易變成體重正常，體脂卻超標的

「泡芙族」，不可不慎！身體有一半的體重

由肌肉組成，運動的時候，骨骼肌會消耗大

量的熱量，是最有效的減重方法，亦有體型

雕塑的好處，使身型更加健美，年紀更加年

輕，更有自信！平時應多養成有氧運動的習

依據調查，我國男性每2人就有1人為

過重或肥胖，女性每3人就有1人為過重或

肥胖，兒童及青少年每4人就有1人為過重

或肥胖。除了造成外在樣貌的改變外，肥

胖對健康有極大影響，包括高血壓、糖尿

病、血脂異常、心臟病、腦中風、痛風、

骨關節炎及癌症等。且隨著飲食西化、久

坐不動的生活型態、物質生活的提升，肥

胖的盛行率逐年上升。因此如何防治肥胖

及體重管理介入是目前的重要議題。

當身體攝取之熱量超過消耗的熱量

時，多餘的熱量會以脂肪的形式貯存在體

內。影響熱量代謝的因素不外乎兩大原

因，飲食過多或是運動不足。其他如內分

泌疾病、藥物副作用、身體組成、遺傳等

因素也會影響熱量的平衡。因此，肥胖的

治療需個別化，依不同的狀況提供最適切

精準的治療。

體重控制的第一步，即是了解身體的

健康狀況，有無已因肥胖造成的併發症，

以及有無會造成肥胖的潛在疾病或因素。

接著依照每個人的狀況給予治療，核心治

療方式為飲食控制、運動及改善生活型

態。若無法達到成效，可依狀況使用減重

藥物。但研究顯示，藥物固然是減重治療

的重要選擇之一，但若無搭配飲食控制、

運動介入及改善生活型態，即使短期之內

 文/家庭醫學科 林玟玓 主治醫師

正確減重 健康窈窕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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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有氧運動即運動時身體需要消耗大量的

氧氣以提供能量的代謝方式，對減重較有幫

助，如快走、跑步、游泳、騎腳踏車等。在

剛開始運動時，前20分鐘是燃燒體內的肝

糖及葡萄糖，20分鐘才開始燃燒脂肪，因此

每次運動最好持續30分鐘以上，每週至少3

次，並達到心跳加速、流汗、「可以說話，

但無法唱歌」的喘度。

目前政府核可使用於減重的藥物只有一

種，即為羅氏鮮 (Xenical)。羅氏鮮為一胰

臟脂肪吸收的抑制劑，可抑制腸道約30%的

脂吸收，對於飲食高油脂的人，阻斷腸道對

脂肪的吸收並減少身體的熱量攝入，進一步

達成減輕體重的目的。主要的副作用為解

油便、腹痛、腹漲、軟便、大便次數增加

等。但通常上述不適症狀會隨著服用次數

增加而逐漸減輕。其他非羅氏鮮之減重藥

物，多為利用其造成體重減輕副作用之特

性，屬於「適應症外使用之用藥」，如血

糖藥、利尿劑、瀉藥、甲狀腺素、麻黃素

等「雞尾酒療法」。若要使用這類藥物，

使用前應予專業醫師評估病患是否有使

用該藥的禁忌症及副作用耐受性，並在密

切監督指導下短期使用，以免發生心律不

整、甲狀腺功能障礙、心血管疾病、低血

糖、暈厥等副作用。

現職 中山附醫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經歷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一般科 住院醫師

中山附醫 家庭醫學科 總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臨床教師

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戒菸服務專科醫師

職業醫學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老年醫學科專科醫師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會員

專長 家庭醫學

老人醫學

預防醫學

慢性病防治

肥胖醫學

戒菸治療

門診時段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上 ● ● (約診) ● (約診) ● (約診)
下午 ● (約診) ● ● (約診)
夜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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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小兒外科 謝明諭 主任

腹股溝疝氣簡介

腹股溝疝氣是小兒外科相當常見的疾病

之一，盛行率約3.2%左右，也就是說三十個

小孩子就可能有一個疝氣。腹股溝疝氣的形

成是胚胎發育時期，約32到34週左右，睪

丸會從腹腔內發育成熟並開始從腹腔內通過

一個「門戶」（鞘突）到腹腔的外面，再經

由腹股溝管到達陰囊。這「門戶」若沒有關

閉好，腹腔內的器官（如腸子、卵巢）就會

通過門戶跑到身體外面來。胚胎發育時，左

邊的睪丸會先下降，右邊較慢，所以右邊的

門戶較晚關閉。因此男生疝氣有54.1%以單

純右側表現，39.7%則以單純左邊表現，在

足月產的孩子身上兩側疝氣只佔了16.6%，

但若早產孩子，雙側疝氣的機會就將近一半

了。

女生由於沒有睪丸通過的關係，疝氣的

機會僅男生的七分之一左右。但因男生的疝

氣有將近85%在一歲前就已發現並手術處理

了，所以在入國小、國中學童體檢時，男女

比例就約1:1左右，甚至某些學校女生的疝

氣人數還略比男生多。

臨床表現

疝氣外觀的表現是腹股溝處不對稱的腫

大，當跑跳、用力咳嗽、解便時會變得更大

且不舒服，而平躺時多會自行消失。有的男

生發生疝氣的缺口較小，只有腹腔裡面的腹

腹股溝疝氣的外科治療

水會跑到陰囊來，所以腹股溝沒有腫大的現

象，但陰囊會出現不等大的情形。雖然陰囊

水腫其腹腔缺口較小，不易發生腸子卡在缺

口的狀況，但由於腹水溫度較高的緣故，會

對睪丸發育造成傷害，若超過六個月大沒有

消失的陰囊水腫，還是建議手術治療（以往

建議一歲前，但最新的研究支持6個月大左右

就手術，對睪丸的保護效果較好）。

其他可能的診斷

雖然疝氣外觀的表現是腹股溝處不對

稱的腫大，但只有腹股溝腫塊也不一定就是

腹股溝疝氣。常見的腹股溝腫塊還有：腹股

溝膿瘍、隱睪症、腹股溝淋巴結腫大、血管

瘤、精索積水、外傷等。一般說來，只有真

正的疝氣會有用力時變大、平躺時縮小的情

形，若不確定，請到醫院由專業醫師判斷。

治療策略

疝氣不會自行痊癒，一定要手術治療，

因此問題在於何時手術。如前述，疝氣是體

內器官（大多是腸子）經由「門戶」滑脫體

外的結果，若器官滑脫而「卡住」，可能造

成器官缺氧、壞死（腸子約8小時左右就可能

壞死、破裂），不但讓孩子在無法好好準備

下（足夠的禁食時間）接受手術，增加手術

風險。且可能需要切除壞死器官、增加住院

天數，更可能造成腹膜炎、敗血症、腹腔沾

黏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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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器官卡住、缺氧的一開始（還不到壞

死），腹股溝腫塊會劇烈疼痛，如果感到疼

痛時將腫塊推回去、解除卡住狀態，就不會

有壞死的問題。

嬰兒、幼兒應該何時手術？

所以對於還不能正確表達自己身體不適

的嬰兒或幼兒來說，當器官卡住時，因為劇

烈疼痛的關係，孩子會哭鬧不停，但也難以

判斷是因為器官卡住、疼痛而哭鬧，還是其

他原因造成哭鬧。分辨的方法只有將腫塊推

回腹腔，如果很好推回，或甚至推回後馬上

跑出來，就意味著目前沒有卡住的問題，孩

子的哭鬧應該是別的原因。如果無法順利推

回，就可能是卡住了。

但一般的家屬無法自行推回、判斷，且

孩子無法表達身體不適，建議儘早手術，一

方面可避免器官缺氧，一方面也減輕父母照

顧的壓力。

一般兒童應該何時手術？

當孩子可以表達自己身體不適，例如：

指出疝氣的部位疼痛時，就不用急著手術

了。當學校體檢被告知腹股溝疝氣後，建議

安排在寒暑假手術，一方面不會因手術而影

響學校學習進度，二方面也有足夠的時間休

息與恢復。

如果卡住就一定要緊急手術嗎？

當疝氣卡住時，第一選擇一定是想盡

辦法將疝氣推回腹腔，然後至少隔三天以上

再手術。因為滑脫出來的器官在缺氧前會因

血液回流受阻而腫脹，若可推回，在消腫前

也不會滑脫出來。另一方面，疝氣囊會因卡

住而水腫，這時手術會因為疝氣囊水腫、易

碎，而增加手術後復發的風險。

但若卡住的疝氣在專業醫師努力下仍無

法順利推回去，或是因為器官壞死造成皮膚

出現紅腫、瘀血等感染跡象，或甚至孩子已

經呈現休克狀態，急診手術就是不得不的選

擇了。

結論

以目前的醫療而言，疝氣治療只有手

術一途。對於無法表達自身不適的嬰兒、幼

兒，出現疝氣時必須儘早手術以減少照顧者

的壓力。但對於能表達自己不適的孩子，則

可以選擇寒暑假才處理。對於卡住的疝氣，

第一選擇還是推回去後，隔幾天再手術，以

免因為疝氣囊仍因水腫、易碎的狀態下，造

成日後疝氣的復發。

總之，當孩子有疝氣時，我們的選項不

是「要不要開刀？」，而是「應該什麼時候

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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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血壓的風險外，更會增加罹患慢性病的

風險。烹調上可以善用香菜(芫荽、九層塔)、

中藥材(八角、枸杞、紅棗)或是香草(薄荷、

薰衣草等)入菜，除了可以增加香氣、引起食

慾外，更可以減少烹調食鹽與糖的添加量。

三、選用易煮軟的蔬菜

適當的纖維攝取，可以預防便秘的發

生，但因為大部分蔬菜不易煮軟或是粗纖維

易卡牙齒，往往造成銀髮族最容易蔬菜攝取

不足。其實不只有葉菜類是蔬菜，其他如根

莖類(如紅蘿蔔、白蘿蔔)、瓜類(絲瓜、蒲瓜

等)、菇類(香菇等)、海菜類(紫菜、髮菜等)

等，切小塊或是切絲後烹調都是容易煮軟的

好食材。

四、每餐需含優質蛋白的食物

銀髮族建議每天需攝取4份蛋白質，而優

質的蛋白質主要由豆類、魚類、肉類、蛋類

與乳類提供。建議每餐攝取上述食物一份(如

雞蛋1顆、傳統板豆腐1/2塊、低脂乳類240c.

c.一杯、肉類35克等)，同時避免加工的食物

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布的每日飲食指

南，國人每天需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全榖

根莖類、豆魚肉蛋類、蔬菜類、水果類、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與低脂乳品類。但銀髮

族因為味嗅覺的功能減退、身體器官功能

衰退、肌肉質量變少等，更難以均衡烹調

與攝取六大類食物，如何調整飲食型態，

均衡攝取食物、維持營養狀態，對於銀髮

族是很重要的學習課題。

以下歸納九點飲食原則，可作為家中

銀髮族飲食烹煮與食物選擇的參考：

一、少量多餐

銀髮族咀嚼與吞嚥能力變差導致每次

進食時間拖長，因此每日3正餐外再搭配

1-2餐的水果、點心，除了可以達到衛福部

公佈的每日飲食指南，也不會有過飽、腹

脹的不舒服的腸胃道症狀。

二、善用辛香料

味嗅覺的衰退，讓銀髮族在烹調口味

與進食時容易攝取過多的鹽分，除了會增

 文/營養科 蕭鈺瑾 營養師

銀髮族
吃出健康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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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肉鬆、魚鬆、罐頭肉醬等)，也可減少鹽

分的攝取。

五、每天2份水果

水果往往也是銀髮族易忽略攝取的，一

些軟質地的水果，如西瓜、香蕉、木瓜、奇

異果等都很適合老年人攝取的。可以放軟後

切成薄片或是用湯匙刮成水果泥食用，但若

有糖尿病者建議於點心時間攝取水果，避免

血糖控制不良。

六、限制油脂攝取

很多老年人牙齒不好，所以愛吃肥肉，

但肥肉內的飽和脂肪正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

危險因子，為了身體健康，還是少吃為妙，

烹調時也可以改為植物油。另外，絞肉、肉

燥、獅子頭、肉鬆、魚鬆、貢丸等也含有看

不見的隱形油脂，這些食物還是減少食用。

七、注意鈣質攝取

鈣質的攝取對於銀髮族的骨骼健康格

外重要，建議可以從乳製品、豆製品、小魚

干、蝦米、蝦皮、黑芝麻等含鈣較多食物攝

取。但若有高血脂、高膽固醇的問題，建

議可以改選用低脂、脫脂牛奶，避免攝取

過多脂肪。

八、多喝水多健康

增加水分的攝取，除了能提高新陳代

謝、加速血液循環外，也可以避免便祕及

減少泌尿道感染的機率，因此建議銀髮族

一天的水分攝取量（含湯汁、果汁、牛奶

等液體食物）最好達到2000c.c.，但若有腎

臟功能不佳、水腫問題的老年人，水分的

攝取建議仍需要與醫師討論，避免攝取的

水分反而造成身體的負擔。

九、含纖飲食少便秘

全榖雜糧類含有纖維，建議可選擇

粗纖維的食物，如糙米、燕麥、薏仁等取

代白米飯，同時減少蛋糕、餅乾、糕點等

精緻加工品。增加的纖維攝取不僅可以穩

定血糖外，更可以刺激腸胃蠕動、增加排

便量，幫助體內廢物、毒素與膽固醇的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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